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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身性紅斑性狼瘡是一種原因不明的全身性免疫疾病，主要是因某些因素導

致體內的免疫異常，產生很多對抗自己細胞的自體抗體，造成各器官組織的病

變，成為全身性的疾病。 
 
二、流行病學 
    全身性紅斑狼瘡是一少見的疾病，根據美國所做的調查，每年每十萬人口中

有 1.8 至 7.6 個病例發生，此結果與近 20 年來歐洲文獻報告的發生率大致相同。

種族不同，發生率亦有差別，美國有幾支原住印地安族如 Crow、Arapahoe 族的

發生率很高，約 16.6～27.1/100,000 發生率。東方人如中國人、菲律賓人、日本

人的發生率亦頗高（每十萬人口的發生率分別約 24、20、及 18.2），可知中國人

罹患此病的機會很大。任何年齡都可能發病，但最好發的年齡是 20 歲至 45 歲生

育年齡的女性。女性的罹患率比男性高，約為九與一之比。近數十年來，全身性

紅斑狼瘡的發生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可能是由於血清免疫學的進步，特別是抗

核抗體的廣泛運用，使得此病可早期發現，早期診斷。 
 
三、致病因素 
    全身性紅斑狼瘡雖無確定的病因，但可能與下列因素有關： 
（一）遺傳因素：全身性紅斑狼瘡患者的下一代得病機會比同年齡、性別對照組

來的高，且同卵雙胞胎得此病的機會比異卵雙胞胎高。人體組織配合抗原

HLA-DR2 和 HLA 一 DR3 的得病機會較大，均說明遺傳是此病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環境因素：全身性紅斑狼瘡可同時發生在共同生活但無血親關係的個人或

家屬，此病又常在晚春或夏季發作，由此可認為環境與此病有密切關係。濾過性

病毒被懷疑是重要的因素。 
（三）內分泌因素：此病好發於女性且最容易發病是在生育的年齡，另外口服避

孕藥會導致患者病情的惡化，故此病與女性的動情激素有關。 
 
四、臨床徵候 
    全身性紅斑狼瘡是全身性疾病，所表現的症狀視其所侵犯的器官而定，臨床

表現千變萬化，各科醫帥均有機會診斷此類病患。一般而言，此病最早出現的症

狀以關節、皮膚病變最常見，其餘尚包括腎臟病變、發燒及倦怠、腦膜炎、血液

系統病變等如表一。紅斑狼瘡病程的進行可緩可急，侵犯的器官可多可少，臨床

的症狀可輕可重，俟病情逐漸進展至診斷確定後，其所侵犯的器官與所表現的徵



候如表二。 
 
五、實驗室檢查 
    全身性紅斑狼瘡實驗室檢查異常者包括抗核抗體陽性反應（敏感度高、特異

性低）、抗雙 DNA 抗體及抗 SM 抗體陽性反應（敏感度低、特異性高）狼瘡細

胞陽性反應、血清補體下降、紅血球沉降率上升、血液及尿液常規檢查異常等如

表三 
 
六、診斷 
    全身性紅斑狼瘡侵犯的器官遍及全身，臨床症狀千變萬化，至今仍無一確定

的診斷方法。美國風濕病學會於 1982 年公佈新的十一項診斷要點做為診斷的依

據。十一項診斷要點包括臉上頰部蝴蝶狀紅斑、盤狀丘疹、光敏感、口腔潰瘍、

關節炎、漿膜炎（肋膜積水、心包膜積水）、腎臟異常（蛋白尿、細胞圓柱）、神

經異常（痙攣、精神病）、血液異常（溶血性貧血、白血球減少、淋巴球及血小

板減少）、免疫學檢查異常（狼瘡細胞陽性、抗 DNA 抗體陽性、抗 SM 抗體陽

性或梅毒血清反應假陽性反應）、抗核抗體陽性反應。以上十一項出現四項或四

項以上時就叫診斷為全身性紅斑狼瘡。若不足四項時，則可能症狀尚未完全顯

現，必須定期追蹤，以期早期診斷、早期治療。 
 
七、治療 
    全身性紅斑狼瘡侵犯的器官不同，臨床表現的症狀，嚴重度也各異，所以無

一固定的治療模式。治療的人原則包括急性或危險期的救命治療及穩定慢性期的

藥物控制、維持器官正常功能、病情的定期評估及病患的衛生教育等，以減少病 
況的惡化及降低藥物的副作用。 
（一）一般治療：給病患適當的衛生教育，讓患者知道應注意的事項如充份的休

息、適當的營養、運動、避免陽光的曝曬、避免使用口服避孕藥避孕、保持心情

的愉快、預防感染、注意任何不適的徵兆、定期門診檢查等，以防止病情的惡化。 
（二）藥物治療： 
（１）非類固醇止痛消炎藥（NSAID）：常使用於關節炎、肋膜炎等較輕症狀時。

使用此藥時亦須注意其副作用，如消化道潰瘍、上消化道出血、腎功能降低、造

血系統抑制等副作用。此類藥可與腎上腺皮質素合用，以減少類固醇的使用量。 
（2）腎上腺皮質素：即一般俗稱美國仙丹的類固醇。類固醇是治療全身性紅斑

狼瘡最重要的藥物，缺它不可，雖然副作用很多，如滿月臉、水牛肩、骨質疏鬆、

缺血性骨壞死、白內障、肌肉病變等，但在尚無其他取代藥物出現前，必須教育

病患，忍受其副作用，以求達到控制病情的治療目的。類固醇使用的劑量、方法

等，視內臟器官侵犯的不同、嚴重程度不同而有所差異。在病況危急時，如中樞

神經侵犯、肺出血時可使用超大量類固醇的脈衝治療法，以搶救病人。在某些重

要器官侵犯時，如急性狼瘡性腎炎、狼瘡性血管炎、血小板降低等可使用大劑量



類醇（Prednisol-one 每日 60 毫克以上）以求穩定病情，使症狀迅速改善。其餘

面部蝴蝶斑、關節痛（炎）、肋膜或心包膜積水、肌肉酸痛等則可酌情給予中、

小劑量（Prednisolone 每日 20～40 毫克、20 毫克以下）以求達到治療效果，並

減少藥物副作用。當病情活動期，類固醇的給予方法最好是分開給藥，每日四次

或三次服用，當病況穩定後則逐步將分開給藥慢慢合為一次，改為早晨一次服

用，或隔日服用，且類固醇的劑量也可逐漸減量，以期使類固醇的副作用於最小。 
（3）抗瘧藥物：抗瘧性藥物常用於全身性紅斑狼瘡的皮膚病變，關節炎（痛）

或輕度的全身症狀，效果不錯。目前最常使用的藥物是 Hydroxy-chloroquine
（Plaquenil）這種藥物最主要的副作用是視網膜藥物沉積，造成視力障礙，故使

用此藥前及使用後，每隔半年最好定期請眼科醫師檢查，以期早日發現副作用。 
（4）免疫抑制藥物：此類藥物大多具有細胞毒性及代謝拮抗的作用。因具有免

疫功能抑制的作用，故當大劑量類固醇治療而效果不好，或長期使用類固醇，出

現明顯副作用時，便可加上此類藥物。目前常用的此類藥物是 Cyc-lophosphamide
（Endoxan）和 AZathioprine（Imuran）二種。此類藥物的副作用包括抵抗力減低，

容易感染，骨髓功能的抑制，長期使用有產生惡性腫瘤的顧慮，故臨床上必須小

心使用。 
 
八、預後：由於血清免疫學的進步，使得全身性紅斑狼瘡得以早期診斷，再加上

腎上腺皮質素及其他藥物的正確使用，此病的存活率已大大的提升，目前五年的

存活率有百分之九十，而十年的存活率也將近百分之八十，所以此病並非以往那

麼恐怖，只要能夠早期診斷、早期治療、與醫師密切合作、定期門診、定期檢查

及按時服藥並避免使疾病惡化的一些誘因，則病患仍然可以過正常的生活，享受

正常愉快的人生。 
 
表一、全身性紅斑狼瘡的最初症狀 

症狀 百分比 
關節痛/關節炎 55 
皮膚病變 20 
腎臟炎 5~10 
中樞神經病變 5 
漿膜炎 5~10 
發燒 5~10 
貧血 2 
血小板降低 2 
白血球降低 2 
其他：栓塞性靜脈炎，疲倦，肺炎，喉

痛，嘔吐，雷諾氏現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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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全身性紅斑狼瘡的症狀 
症狀 百分比 症狀 百分比 

肌肉關節 95 腎病變 55 
  關節痛 95   局部腎絲球炎 30 
  無變形關節炎 60   瀰漫性腎炎 50 
  變形關節炎 10   膜性腎炎 20 
  皮下結節 5   腎综合症群 20 
  肌肉痛 50   腎衰竭 10~20 
  肌肉無力 40 肺病變 60 
  多發性肌肉炎 8   肋膜痛 50 
  缺血性骨壞死 5   肋膜積水 30 
皮膚病變 80   狼瘡肺炎 10 
  光敏感 35   肺間質性纖維化 5 
  面頰紅斑 10~50 心臟病變 50 
  脫髮 35   心包膜炎 30 
  血管炎 20   心肌炎 8 
  雷諾氏現象 20   心內膜炎 10 
盤狀皮膚病變 12   心臟衰竭 10 
  血管擴張 13   心傳導缺損 1 
  血管水腫 10 腸胃道病變 45 
  粘膜潰瘍 10   食慾不振 40 
  發燒 80   噁心 30 
  倦怠 80   腹痛 25 
血液病變 85   嘔吐 25 
  貧血 80   肝腫大 20 
  白血球減少 65   腹水 12 
  血小板減少 15   腹瀉 10 
  脾腫大 15   消化道出血 6 
  全身性淋巴腺炎 20   結腸穿孔 2 
神經精神病變 60 其他  
  行為異常 35   栓塞性靜脈炎 9 
  抽痙 25   視網膜出血 5 
  器官性腦症狀 20   結膜炎 10 
週邊神經病變 10   Sicca 症候群 10 
 
 
 
 



表三、全身性紅斑狼瘡的實驗是異常 
檢查 百分比 

抗核抗體陽性反應 95 
抗雙縷 DNA 抗體 65 
血清補體減少 80 
冷凝球蛋白 35 
抗 SM/RNP 抗體 67 
狼瘡細胞 60 
抗淋巴球抗體 70 
Coomb’s 檢查陽性反應 65 
類風濕因子 50 
球蛋白增加 50 
梅毒血清假陽性反應 10 
貧血 80 
白血球減少 65 
血小板減少 15 
紅血球沉降率上升 80 
腎臟異常 60 
 


